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白蟻善
於蛀食人類房屋和農作物，帶來重大危
害，是公認最具破壞力的害蟲之一。
不過，香港大學聯同英國及澳洲科學

家的最新研究卻發現，白蟻其實有助減
輕因氣候變化造成熱帶雨林乾旱對生態
系統所帶來的問題，能幫助保持土壤水
分，令植物以至其他生物較容易渡過困
境克服死亡威脅，被形容為「真正掌管
地球的物種」。
有關研究結果獲剛出版的權威學術期
刊《科學》選為封面故事刊登。
白蟻是人類社會周邊的知名的害蟲，
但其實世界現存有多達3,000種白蟻，只
有4%會對人類造成危害，其餘則活躍在
不同的生態系統中。
作為少數能分解植物細胞壁的生物之
一，白蟻於枯枝落葉分解過程扮演重要
角色，針對在熱帶雨林中白蟻對土壤的
影響，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助理教授Lou-
ise Ashton，聯同英國利物浦大學、倫敦
自然歷史博物館及西澳大學學者組成團
隊，於婆羅洲馬來西亞的馬廖盆地熱帶

雨林中設立多個去除白蟻的實驗區，並
先後在氣候變化構成的乾旱現象期間，
以及旱季結束後作大規模對照。
團隊的定量研究發現，白蟻在乾旱時期

數量遞增，而非乾旱期則會減少；與非乾
旱期相比，乾旱期間白蟻數量愈多，其分
解落葉和增加養分的能力就愈高，使土壤
水分增加亦促使幼苗成長，為周邊生態系
統提供了抗乾旱保護作用。
Louise Ashton表示，除了在原始熱帶

雨林，白蟻在受到人類干擾的森林以至
農田生態系統中都能夠提供非常重要的
生態服務，「如果白蟻的群種減少，這
些生態系統會更容易受到乾旱的影
響。」
研究團隊成員、利物浦大學教授Kate

Parr提到，是次研究是第一個證明白蟻能
夠幫助雨林渡過乾旱的實例，認為「白
蟻雖小，但能夠減輕氣候變化對熱帶生
態系統帶來的不利影響」。
另一成員、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

員Paul Eggleton則表示，在一般人印象
中，白蟻是危害房屋和農作物的害蟲，

但是次研究證實了白蟻在減緩熱帶雨林
乾旱時發揮的重要作用，而考慮到帶來
乾旱的厄爾尼諾現象隨着氣候變化會愈
加頻繁，白蟻在維持乾旱時枯枝落葉分
解、保持土壤水分、營養循環和幫助種
子萌發中的作用可能會更加重要，而這

些益處可能在農田也同樣存在。

學者喻真正掌管地球物種
他形容白蟻「可能才是真正掌管地球

的物種 」，希望未來能開展更多研究，
探索白蟻在其他生態系統種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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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增小學數常科師訓額
引入跨科思維升STEM教學能力 增副修拓闊準師知識面

教大昨日舉行傳媒午宴，講解最新
的STEM教師培訓發展。小學數

學及常識科被視為學生接觸STEM的
基礎，教大的相關教育學士課程名額
2019/20學年將大幅增加，數學名額
會大幅由15個提升至70個，常識則由
20個增至45個。

培訓閱讀剪裁課程能力
同時，有關課程內容亦會全面革新
提升。教大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院
長趙永佳表示，過往大學師訓未有針
對STEM以至STEAM（STEM加上藝
術Art）發展作專業的教學法及跨學科
訓練，新學年教大教育課程包括常
識、數學，以至音樂及視藝等都會加
入STEAM元素，回應最新教育所需。

在常識科方面，教大科學與環境學
系助理教授李偉展表示，現時常識科
趨勢是專科專教，老師更需要專門培
訓，具備閱讀課程、剪裁課程的能
力。
他提到，小學生最難掌握光、電、
聲音等課題，因為這些概念並沒有實
體，教師更需要STEM思維，例如曾
有實習教師請學生在課上拆解「有聲
聖誕卡」，讓他們掌握電路的原理，
從而了解抽象概念，繼而設計自己的
「防盜盒」。這些活動的設計都需要
STEM思維，故會在教大加強這方面的
訓練。
至於數學教育，教大數學與資訊科

技學系系主任陳偉康笑言「如只是要
計長方形面積，10秒就可教完」，強
調新時代的教學重點不再在於硬性知
識，而是讓學生透過活動，反過來掌
握基本學科內容。
為此，教大的小學數學教育課程將

新增「STEM活動設計：數學學習」
必修科，及「STEM活動設計：結合

工程與數學/科學與科技」等選修科，
讓準教師掌握如何為STEM各範疇設
計學習活動，幫助學生自己發掘知
識，舉一反三，不僅是長方形，更會
計算其他圖形的面積。

積木拼湊樂器教音樂
原來，音樂教育也可以與STEAM

結合，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利用積木，
拼湊自己的樂器，學生不但可以掌握
發聲的原理，更可以經歷作曲的過
程。
另外，教大去年增設「自薦計

劃」，讓於體育、音樂範疇有傑出表
現的學生參加，新學年起更會擴大至
視覺藝術方面，計劃首輪已收到198個
申請。
因應行政會議上月通過未來3個學年

的8大學額指標，教大多個學科亦作出
相關調整，除上述小學數學及常識教
育加額外，中國歷史教育及歷史教育
學士則改為隔年開辦，學額由每年20
個至30個減至1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是當今教育大勢所趨，相關的教師培訓也需要全

面加強。香港教育大學將於9月新學年起倍增小學數學及常識科的師訓名額，兩者總學額增至115個，其中數學更由

15個增逾四倍至70個。在課程內容上亦會革新，包括於必修科引入跨學科思維，提升未來教師設計STEM教學活動的

能力，另亦新增副修讓準教師於專科外有更闊的知識面。

2017年 10月，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
九大報告中提到「堅持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香
港人聽到這句說話，想必百般滋味在心頭。
筆者無意在本欄討論香港樓價走勢，只想以
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作為引子，談談幾個跟
房地產市場有關的用語。
置業是很多香港人的夢想，而這個夢想也
往往遙不可及。香港人說買「樓」，內地人
說買「房子」。其實「樓」也好，「房子」
也好，指的是物業（property）或房地產
（real estate）。
要買房子，先要有人蓋房子。蓋房子的企

業，亦即 property developers，香港叫地產
發展商，內地叫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某家地
產發展商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便是「地產
股」（property stock）；如果上市公司是內
地的房地產開發商，我們便稱之為「內房
股」。
在地產發展商與置業人士之間，有一群人

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那就是 real estate
agents（香港叫「地產經紀」或「地產代
理」，內地叫「房地產中介」）。這裡順帶
一提，香港人說的地產公司，多指地產代
理，但有時也指地產發展商。
地產發展商蓋的房子都是私人樓宇，簡

稱私樓（private property），內地叫「商品

房」。香港樓價超英趕美，很多市民負擔
不來，幸好香港除了私樓外，還有香港房
屋委員會（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
ty）興建的公屋（public rental housing）和
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 Scheme）
單位。合資格的市民可以按相對低廉的租
金租用前者，或按低於市值的價格購買後
者。這類房屋，內地稱為「經濟適用
房」。
讀者也許會問：「樓」在香港，一向有

雙重性質，置業既是為了解決居住問題，
也是一項投資，那為何內地會稱「私樓」
為商品房呢？原來這跟改革開放有着密不
可分的關係。在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
前，內地實行公有制，基本上不存在私有
產權的概念，遑論私人擁有的房地產。那
個年代，住房是一種生活必需品。

舉例來說，在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現稱
國有企業）工作，通常會獲配住房，大概相
當於香港人說的員工宿舍。改革開放以後，
思想解放了，私有產權不再是禁忌，住房既
是生活必需品，也是一種商品，可以自由買
賣，人們甚至可以從中獲利，因此便出現了
「商品房」這個名詞。
20多年前，筆者還是香港政府的傳譯

員。在某次會議中，聽到內地的行家把「商
品房」一詞翻譯成 commodified housing
units，身邊的老外聽得「一頭霧水」，筆者
唯有在他的耳邊輕聲說：「It's simply pri-
vate residential flat……」
無論是買香港的「私樓」還是內地的「商

品房」，一般人都無法一次過付清樓價，而
是先支付相當於樓價某個百分比的 down
payment（香港叫「首期」，內地叫「首

付」），餘額向銀行借貸，再分期攤還。這
種貸款，香港和內地都叫「按揭」（mort-
gage）。大家請注意，內地過去的用語是
「房地產抵押」，「按揭」一詞相信是從香
港傳過去的。
財經術語，不斷演變，跟房地產市場有關

的用語也不例外。近年流行一句說話：「香
港樓價越來越貴，香港市民越住越細。」地
產發展商近年興建很多面積不足200平方呎
的「納米樓」、「龍床盤」。不知這些用語
傳到內地後，何時會收進《現代漢語詞
典》。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 張敬文

兩地房地產用語與時並進

港大揭白蟻有益 增土壤水分抗旱

為協助高中學生及早規
劃人生，將軍澳香島中學
設立了「成長導師輔導計
劃」，並邀請社會知名人
士主持講座，分享成功經

驗。計劃本月14日邀得全國政協委員、
旭日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勳以「創
業與守業」為題主講，共有約300名師生
及家長代表出席，氣氛熱烈。

楊勳：面對困境要立志
楊勳和其兄長楊釗由創辦旭日製衣廠做
起，從小型加工廠發展成為集服裝製造、
貿易、零售及房地產、金融投資等一身的
多元化集團，業務遍及香港、內地、新加
坡、澳洲及美國。
在講座中，他與師生分享了創業路上

的挑戰，以及如何抓住
機遇，帶領集團四次轉
型的感受。
他認為，企業文化、

管理制度和高科技是成
功三要素，並寄語年輕
人面對困境時切記要立
志、有決心、有恒心，
以知識裝備自己，「須
知道今日的努力，便是明
日的運氣。」
對於人才發展，楊勳

認為，青少年凡事可多作嘗試，但要避
免「周身刀，無張利」，記住要腳踏實
地發展自己專長把事情做好，不能什麼
都懂一點，卻沒一樣精通。
他並表示，工作是自己人生的重要一

部分，透過個人努力、團隊合作、集團
提供的平台，既解決了自身困難，也讓
他有能力去幫助其他人，實現「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在致辭時感謝

楊勳分享了自己創業與守業心得，而該校
師生對他在講座上的坦率和熱誠留下深刻
印象，亦認同其循循善誘與期待，於幫助
同學規劃人生方面有莫大的裨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教育局每年均會委託服務供應
商，為聽障幼兒及學生免費提供
助聽器及驗配服務，不過2018/
19學年的服務供應商不能符合招
標要求，故已兩度流標，去年9
月至今約40個新個案的支援受
到延誤。教育局上星期宣佈採取
應變措施，暫改與醫管局合作為
聽障童提供助聽器，局長楊潤雄
昨日特別前往伊利沙伯醫院聽力
中心，探訪8位展開耳膜製作程
序的涉事學生，並承諾會研究長
遠可行方案改善安排。

楊潤雄：續研長遠方案
楊潤雄昨於facebook表示，獲

伊利沙伯醫院借出聽力中心，本
周起陸續為本學年新轉介的聽障
幼兒及學生，提供助聽器驗配的
相關服務，他前往聽力中心，探
訪8位展開耳膜製作程序的學生。
他表示，過往數月，有關助聽

器及支援服務的招標及報價工作
屢次均未能成事，阻礙了為聽障
幼兒及學生提供的服務，令局方
非常擔心。
他續指，局方會繼續研究長遠

可行方案，以期改善機制，提供
更全面的服務。

教
局
醫
局
聯
手
助
聽
障
童

◀Louise Ashton(左一)和
研究隊伍成員。 港大供圖

▲港大研究發現，白蟻有
助減輕因氣候變化造成乾
旱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港大供圖

■楊勳以「創業與守業」為題，與師
生分享心得及體驗。 學校供圖 ■楊勳(右三)與師生傾談。 學校供圖

■趙永佳（右
三）表示，為配
合世界潮流，故
在不同課程滲入
STEAM元素。

香港文匯報
記者詹漢基 攝

■楊潤雄（圖正中）前往聽力中心探望
學童。 楊潤雄fb截圖

將軍澳香中邀楊勳分享創業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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